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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户为中
心的首席信
息官
通过 IT 领导力实
现组织业务与文
化转型

Miriam McLemore，
AWS 企业战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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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业务已
成常规业务

近期的数据表明，有 82% 的首席执行官已
经制定了数字化业务转型计划，而且这一数
字还在不断增长。各行各业的高管和董事会
纷纷考虑实施数字化业务计划，从而提升收
入，避免在面对具有颠覆精神的竞争对手时
身处弱势，并提供独具优势的客户体验。这
种对数字化领域的关注让人们的目光转向了

首席信息官。随着工作范围的扩大和影响力
的提升，当今的首席信息官在加速整个组织
内以业务为主导的数字化创新方面扮演着至
关重要的角色。首席信息官可以从业务需求
和客户需求出发进行反推，从而将云用作数
字化业务的自适应敏捷基础，实现 IT 与业
务的统一。

作者简介

作为 Amazon Web Services 的企业
战略师，Miriam McLemore 致力于
向高层主管、董事会成员和监管机构
证明，过渡到 AWS 是一种可靠、安
全的信托策略，可以有效地推动其业
务转型。在加入 AWS 之前，Miriam 
曾担任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信息官。

i “C 级高管中技术高管的未来之路：首席信息官如何重新定义其在数字化业务中的角色”，Gartner，2019 年 7 月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enterprise-strategists/miriam-mcl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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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企业正在日渐全球化，而产品和服务
正在全面数字化。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客户
开始获得信息和选择的力量，期望值也与日
俱增。

为了跟上这种变化的步伐，同时把握市场机
会并应对颠覆性变化，企业需要具备业务敏
捷性。IT 领导者若能采用以客户为中心的方
法，就能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创造条件。

成为以客户为中
心的 IT 领导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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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on 首席执行官 Jeff Bezos 表示，客
户“总是会感到不满意，原因各种各样，并
且出乎意料”，只要企业想在市场上保持生
命力和相关性，就必须做到客户至上。

客户至上

对于首席信息官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在
充分考虑客户的前提下制定每一项决策，
但客户的想法总是在不断变化。通过将对
技术能够实现的成果的深刻理解与对业务
的同等深入理解相结合，首席信息官可以
帮助其所在公司改变定义和驱动价值的 
方式。

客户甚至可能会在无意识的情况
下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而您取悦
客户的欲望会驱使您站在他们的
立场进行创新。”

Jeff Bez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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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协作联盟
首席信息官与其他业务领导者之间的协作对
于制定由技术推动的成功业务战略至关重
要。首席信息官及其领导团队必须深入了解
业务重点，从而确定技术可以实现怎样的目
标、能带来怎样的价值的愿景。与业务部门
密切沟通的首席信息官可以通过有效地运用
技术来助推业务成果。

积极参与业务战略可以转化为 IT 绩效的直
接改进，因为这样做支持根据共同的目标来
衡量技术有效性和业务有效性。与业务部门
的工作重点协调一致还可以帮助首席信息官
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并让他们能深入了解
其合作伙伴对于技术的作用与价值的看法。
只要存在未协调一致的方面，就表示存在客
户不满意的情况。要改变这种观念，首席信
息官可能需要改变自身、其团队和业务合作
伙伴的思维模式。

在此处观看视频

“ 首要工作就是从正确的层面上统
揽全局，并传达清晰的愿景。”

与业务部门密切沟通的
首席信息官可以通过有
效地运用技术来助推业
务成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latzYrlbI8&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latzYrlbI8&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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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务部门中寻找
支持者，并与其共
同制定愿景。

改变思维模式
随着首席信息官及其团队与业务部门建立更
深入的联系，他们将发现与 IT 部门以外的
高层领导者展开合作的机会，如今，这些 IT 
部门以外的高层领导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数
字化战略之中、聘用自己的技术人才以及管
理自己的数字化损益 (P&L)。

以客户为中心的首席信息官能够很好地适应
这样的转变。他们能寻找机会来支持和加速
全企业范围内数字化能力的普及，并与其业
务合作伙伴展开跨职能的合作，以定义数字
化对其组织的意义。

为了满足这种更广泛的创新需求，首席信息
官必须赋能团队为业务发掘新的创新之道。
这就要求首席信息官和 IT 领导者更好地适
应工作自主权。首席信息官必须摒弃原本规
定和控制 IT 交付的做法，为其团队营造一
种使命感，让他们切实负起提升客户体验
的责任。AWS 企业战略师 Gregor Hohpe 

说：“从外部视角来看，自主权似乎就是每
个人（或者每个团队）都按照自己认为最好
的做法来开展工作。但那实际上并不是自主
权，而是一种无序状态。要实现自主权，而
非无序状态，你需要有一种能让自主权切实
发挥作用的模式。”

根据 Gregor 的描述，这种模式应该具有两
个重要优势。首先，团队需要制定明确的战
略或任务，以便在制定决策时能够区分“好”
与“坏”。但要在为团队留出决策空间的同时
定义和传达这样的战略，并不容易做到。因
此，拥有自主化团队的组织需要的并不是减
少领导工作，而是更充分、更好的领导。

其次，团队需要基于一个通用的平台开展工
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差异。云平台让团队能
够打造出色的客户体验，因为它们支持创意
与协作，同时能降低意外的复杂性。

要实现自主权，而非
无序状态，你需要有
一种能让自主权切实
发挥作用的模式。

Gregor Hohpe，
企业战略师，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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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防守
重点关注现状
控制开支与资源 
以项目为重点

管理思维模式
主动进攻
重点关注成长
鼓励创新 
以客户为中心

领导思维模式与

调整 IT 定位
要改变 IT 部门以外各方的思维模式，首先
要做的就是改变 IT 内部的思维模式。以业
务需求为先可以赢得关键业务合作伙伴的信
任，从而在共同决策、共同问责制以及数字
化业务计划的衡量方式方面协调一致。

要重新设定其他领导者对于 IT 职能部门的
看法，IT 领导团队还需要改变自身角色，
从“管理”角色转变为“领导”角色。原本旨在

要改变 IT 部门以外各方的思维
模式，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 IT 
内部的思维模式。

解决孤立问题的 IT 项目的预算、控制、跟
踪和监控工作，必须让位于以启迪创新、创
造创新空间的方式领导 IT 团队。通过解锁
创新力并实现快速创新，首席信息官可改变 
IT 定位，使其成为业务部门的重要合作伙
伴，而非阻碍因素。

IT 领导者首先是
业务领导者

“通过解锁创新力并实现快速创
新，首席信息官可改变 IT 定位，
使其成为业务部门的重要合作伙
伴，而非阻碍因素。”

在此处观看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ErWNPmwQ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ErWNPmwQ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ErWNPmwQ4&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ErWNPmwQ4&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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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IT 与业务价值联系起来

IT 高管对于整个业务有广泛的了解，并且
具备跨孤岛、职能领域和部门开展转型项
目的能力和资源。这样的优势使首席信息
官可以制定愿景，展望 IT 如何支持业务部
门参与、竞争和发展。

传达您的愿景
2

IT 错综复杂，但愿景必须保持简洁，必须
直接将技术与战略性业务变革联系起来。
首席信息官需要根据要交付的业务能力来
解释技术的使用，以维系利益相关者的兴
趣，以及自身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的可信

度。清晰的云战略应将人工智能 (AI)、机
器学习 (ML) 和物联网 (IoT) 等新兴技术与
业务部门交付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或改善
客户体验的能力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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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交付的
业务能力

传达云的业务价值

在此处观看视频敏捷性
加快上市速度
开辟新收入来源或增强原有收入来源
加速研发工作

创新
独具优势的客户体验
新产品和新服务
向新市场扩展

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
改善现金流
成本透明度和控制

创新关乎于运用正
确的技术来把握正
确的商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AxqkxkSnE&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AxqkxkSnE&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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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指导而非刻板的规定
首席信息官的愿景应阐明原因所在。实现
这一愿景的方式源自作为 IT 运营依据的
核心价值观与条条框框。首席信息官应与
其团队密切合作，以识别这些价值观并将
其记录成文，确定其如何为组织内外的客
户缔造价值。以这种方式规范客户至上的
做法有助于团队将精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
上，并在清晰的框架内实现自主化工作。
所谓的条条框框就是一种框架，其重点在
于支持工作，而非阻碍工作，从而取代原
本的“关卡”概念。

构架良好的价值观与条条框框将描述 IT 
如何解决问题，帮助团队做出艰难的选择
和权衡取舍，并指导（而非刻板规定）团
队的工作方式。建立共同的参考框架将有
助于团队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处理正确的
优先事项。规划变革；价值观应该足够持
久，在数轮目标设定、成功与失败中保持
有效。有了以价值观为中心的清晰愿景和
协调一致性，就可以轻松确定 IT 组织将达
成的目标，以及组织衡量 IT 对业务的影响
的方式。

核心价值观提供的是指
导，而非刻板的规定。

清晰的 愿景可以概述 IT 如何为业务
部门及其客户带来价值

清晰的 原则可以指导团队的工作方式
和决策方式

清晰的目标能够从业务影响力的视角
来衡量 IT 表现

保证清晰度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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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成果入手并据以
进行反推
在 Amazon，我们的使命就是成为全球最奉
行客户至上理念的公司，因此我们的绝大多
数产品路线图都始于客户价值声明。在撰写
新闻稿时，我们会像推介刚刚投放市场的新
功能一样，清晰描述产品并解答预计读者会
提出的任何疑问。

撰写这样的声明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做法，
因为它能从客户获得的价值出发来构建技术
框架，让我们可以专注于理想成果，而非根
据现有能力可以交付的成果。我们不会撰写
满是专业术语的技术文档，而是撰写这种语
言通俗易懂的概要价值主张，让广大读者更
容易理解。具体内容以成果为核心，不会深
究具体实现细节。

下一步是撰写并回答我们认为关键利益相关
者会提出的常见问题 (FAQ)。第三步是撰写
详尽的用户手册，阐明解决方案的工作方
式，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最终的解决方案
或产品。整个过程始于客户面对的挑战或机
会，然后由此反推。

• 我们如何确保提供这样的客户效益？

• 我们如何确保产品满足客户需求？

• 我们如何从客户的角度出发，衡量每个
发布版本的价值？

• 我们将如何收集和回应客户的反馈？

标题 描述并列出产品名称

副标题 用一句话描述客户效益

描述 3 到 5 项关键功能 

介绍新产品并描述其功能引言

描述产品如何让客户受益价值主张

功能

新闻稿剖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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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清单： 
通过合作取得成功

您是否与组织的其他部门沟通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愿景，是否通过有建设性的方式与业务
合作伙伴展开合作，从而持续交付有助于实现价值的解决方案？ 考虑以下陈述中有多少
项与您的团队同更为广泛的企业受众互动的方式相符，这可能会很有用。

 我们的管理系统旨在促进与各业务部门之间快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已经制定了与业务团队合作运营的模式。

 我们已在团队内部的各个层级上建立了强大的同盟关系。

 我们团队拥有简明扼要的快速推介陈述辞，并且已经与组织内的其他团队分享这样的陈述。

 我们积极主动地将自身愿景传达到整个组织。

 在每次产品发布的最后，我们都会举行联合汇报会。

 我们团队拥有工作自主权，并且获得了相关的授权。

  我们相信，优秀的创意来自各个领域。创新并非局限于特定工作职能；而是每个部门、每个分支机构中的每个
人都应该负起的责任。

 我们会尽早且频繁地做出调整，推出最小可行产品来验证我们的假设。

 我们的 C 级高管理解并支持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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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共同的运营
模式 

3
 

在云中构建的共享运营模型是数字化成熟
度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它能减少或杜绝
低价值工作、实现运营开支的灵活性，并
让 IT 部门可以自由地与业务合作伙伴展开
更深层面的新型协作。

为数字化成熟度奠定基础

通过在技术应用中以客户需求为中心，随着
业务部门逐渐认识到 IT 对于塑造更敏捷的
组织的影响，首席信息官可以帮助推动持续
的文化变革。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旅程，最
终目标是实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管
理评论》所描述的“数字化成熟度”。ii 

ii Achieving Digital Maturity，《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管理评论》，https://sloanreview.mit.edu/projects/achieving-digital-maturity/

https://sloanreview.mit.edu/projects/achieving-digital-mat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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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信息官熟知业务运营模式与 IT 运
营模式不一致时出现的问题。过去，业
务部门专注于向客户交付产品，而 IT 
部门专注于交付技术功能并实现卓越运
营。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每个团队朝
着不同的目标努力，在将构思融入产品
的端到端价值链中，业务部门与 IT 部
门各自为政，分别负责不同的部分。

协调能力、 
流程与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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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产品
思维模式

4
许多 IT 领导者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
都用于规划、执行和管理项目。产品思
维模式要求改变方法、合作伙伴关系和
团队结构，让 IT 组织能够专注于客户
获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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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项目思维模式：

 业务部门中的某人提出一项创意。

  创建一个业务案例，从而为该创意申请资金。

  随后获得相关资金，为该创意设定优先级，再组建一支团队来交付项目。

  IT 领导者组建一支团队，定义工作范围、商定时间表、制定计划并交付项目。

  他们会衡量时间表的准确性，确定项目是否按计划推进以及开支是否保持在预算范 
围内。

  将工作移交给支持团队，随后解散项目团队。

这种项目方法要求团队去适应工作，这增加了技术负担，因为负责下次更新或增强工作的
任何人员都必须重新学习项目团队所积累的专业技术和知识。这种团队移交也可能破坏与
客户之间的合作关系。

从项目思维模式转变为
产品思维模式是提升以
客户为中心层次的关键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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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产品思维模式截然不同，因为
它专注于成果，而项目思维模式则专注于 
输出。”

如果首席执行官能专注于成果，那么就会自
然而然地做到以客户为中心。这让组织能摆
脱既定计划的束缚，让团队可以根据需要进
行假设、实验、学习和适应。团队可以依靠
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和条条框框来指导决策，
并始终专注于有待解决的客户挑战。

在团队以产品为中心时，我们要将工作交给
团队。不再是让团队去适应工作，而是将工
作交给团队定夺。

此时，我们会为团队分配任务，首席执行官
将放权给团队，让团队可以自行决定如何执
行此等任务，团队会像小企业一样自主负责
并运转各个项目。以产品为中心的开发团队
可以放开手脚开展工作，专注于交付结果，
而不是专注于平台和管理事宜。他们会开展
测试和迭代，并根据成果及其产品创造的业
务价值来衡量成功。他们采用迭代式工作方
法，因为始终存在改进的需要、总有新概念
需要探索。

以产品为中
心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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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品造成问题

1.  多次移交工作

2.  多余的功能

3.  任务切换

4.  重新学习

5.  缺陷

6.  延误

7.  只完成部分工作

产品创造价值

• 更深入的主题专业知识

• 更高的工作效率和吞吐量

• 更高的质量

• 与工作保持更紧密的关联，发挥更
大的影响力

• 通过迭代降低风险

• 更出色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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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最低限度的
客户满意产品
产品团队专注于开发小批量的更新，而非庞
大的更新。大型企业通常会安排耗时超过一
年的漫长交付周期，在产品发布并移交给支
持团队之前，通常需要进行漫长的分析、设
计、开发和测试。这些较长的周期往往也需
要在规模较大的批次中投入资金，导致整个
项目耗资巨大。

只有在这样的周期结束，应用程序最终投入
生产时，企业才能确定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
求，其投资能否获得回报。这种方法伴随着
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契合度以及机会成本方面
的重大风险。

更加以客户为中心的方法是以更高的频率交
付规模较小的发布版本，在每个发布版本中
提供恰到好处的功能数量。这种发布版本通
常被称为“最低限度的客户满意产品”，也是
我们在 Amazon 秉承客户至上的承诺致力实
现的目标。

“ 最低限度的客户满意产
品”– MLP 将成为新的 
MVP

• 高频率的细节更新

• 由小批量的“启动”筹资周期推动

• 每个发布版本均提供新的价值

• 在每个版本发布后评估业务价值

制作规模更小、频率更高的发布版本，这让 
IT 部门可以提供根据客户需求不断演进的产
品。快速迭代可帮助团队确认产品是否保持
在正确的轨道上，并交付理想成果。这也能
帮助他们排定优先级：除了构建客户关注的
产品之外，其他一切事务都属于杂项开销。
这是“最大化未完成工作量”的艺术。

除了构建客户关注
的产品之外，其他
一切事务都属于杂
项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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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客户为
中心的文化5

指导团队顺利度过变革期

变革是一个过程，就像老话所说的那样，
变革是一段旅程，而非目的地。变革也充
满荆棘。惯性的力量（既定的流程、文化
阻力和现有基础设施）都在对组织施加阻
力，试图将一切维持现状。

首席信息官可以以身作则（而不仅仅是提
供指导），引领组织度过变革期。与业务
合作伙伴携手，以身作则地展现以客户为
中心的理念，这可以鼓励 IT 团队采取同样
的做法，而以富有同理心的方式来理解其
他业务领域面临的挑战将使团队能够实现
这一目标。始终如一且专注的领导者可以
激发整个企业范围内的大规模变革。

推动可持续变革的两大要点就是关注多样
性和坦然接受失败。思维方式的多样性会
产生挑战现状的环境，坦然接受失败则可
以降低尝试新事物的风险。

在此处观看视频

引领团队顺利度
过变革期

“ 成为领导者就意味着要为团队消
除阻碍。你要做的不是管理和设
定关卡，而是制定一条条框框，
让团队可以在这样的条条框框之
中开展工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DDC6-lVnw&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DDC6-lVnw&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DDC6-lVnw&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YDDC6-lVnw&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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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员工队伍中
体现出客户的
多样性

多元化与包容性原则和行动对于建立以客
户为中心的高绩效团队至关重要。培养多样
性是数字时代的强大战略。组建起一支能准
确体现企业客户群广度的团队可以带来更好
的产品见解和解决方案，因为多元包容的工
作文化可以维持更高的创新水平。Bersin/
Deloitte 的人才管理研究表明，在多样性和
包容性成熟度量表上得分最高的公司（“将领
导力和包容性视作其人才战略特征的公司”）
，做好变革准备的可能性增加了 1.8 倍，并
且在所在市场成为创新领导者的可能性增加
了 1.7 倍。iii

iii 来源：Josh Bersin，《多元化与包容性为什么必须成为企业的头等要务》，2015 年 12 月 7 日，https://joshbersin.
com/2015/12/why-diversity-and-inclusion-will-be-a-top-priority-for-2016/

通常，最优秀的人才往往来自出人意料的地
方。尤其是在当今这样的大环境中，吸引和
留住技术人才的难度极大，首席信息官应该
关注的是素质，而不仅仅是能力。好奇求知
的心态、创造新事物（和颠覆旧事物）的愿
望以及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无可取代。

https://joshbersin.com/2015/12/why-diversity-and-inclusion-will-be-a-top-priority-for-2016/
https://joshbersin.com/2015/12/why-diversity-and-inclusion-will-be-a-top-priority-for-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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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人们很少将失败视为积极的事情，甚至根本
不能接受失败。但失败能提供宝贵的经验教
训。它能带来比成功更有价值的经验心得，
而且也能留下更长远的印象。

如果团队害怕犯错，他们就会避免冒险，并
为此而固步自封、安于现状。失败能激发创
新；好奇心能助力发现。应该营造一种能坦
然接受失败的创新文化。需要采取一种平衡
的方法来应对失败：首席信息官需要创建一
种安全的环境，制定好失败的缓冲措施， 
同时也要了解何时应该插手干预。

合理的技术基础之所以能支持数字化业务计
划，原因恰恰在于它能降低失败的代价。 
有效的云运营模式支持安全、低成本的实
验。这让人们可以尝试探索各种创意 – 如果
失败，则及时收手；如果成功，则大范 
围推广。

谈论失败并不容易，但有必要为团队提供保
障，让他们可以不畏失败，并在失败时帮助
他们总结经验教训。当然，没有人愿意失
败。但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创新，您就必须愿
意承担可衡量的风险，并接受在此过程中难
以避免的失败。对于在 Amazon 工作，我
最喜欢的一个方面就在于，这里有着真正可
以坦然接纳失败、认可学习的价值的文化。

当然，没有人愿意失
败。但如果要实现真正
的创新，您就必须愿意
承担可衡量的风险， 
并接受在此过程中难 
以避免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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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团队是否拥有必要的技术、流程和支持，以便利用数字化转型开启的所有可能性，
为客户缔造价值？ 哪些陈述符合您的团队的情况？

 我们拥有客户价值陈述，并且始终从客户出发，以反推的方式开展工作。

 我们的开发路线图根据内部和外部的客户需求定义。

 我们认为，失败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我们从小处入手，积极开展实验，并不断进行迭代。

 我们践行持续开发的理念，而非恪守预先定义的工作范围和时间表。

 我们在每一轮冲刺结束时提供定期反馈。

 我们尽可能实现自动化，而非采用手动流程。

 我们关注外部趋势，并利用数据来发掘更深入的业务智能；我们积极跟上持续变革的步伐。

 每支团队都可以访问按需、自助式的云基础设施。

 我们的开发人员理解其创建的服务的日常运维，也认真承担相应责任。

核对清单： 
IT 团队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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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首席信息官正在对 IT 组织进行重大调整，以
应对数字化业务的需求和机遇。

为了更有效地与业务合作伙伴开展互动，首
席信息官必须将目光放到技术以外，关注内
部和外部客户。首席信息官需要与业务合作
伙伴携手同行，就工作重点达成共识并精确
定义理想的业务成果，这有助于他们辨明 IT 
项目组合中的缺口与重叠之处，并定义明确
的可选方案，最终实现业务部门真正需要的
功能。

随着客户对价值和体验的期望不断提高，公
司需要确保自身具备足够的敏捷性，抢先一
步应对颠覆性的变革之力。发展组织文化、
运营模式和数字化业务基础势在必行，也是
实现持续创新的一种途径，在这方面，首席
信息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Miriam McLemore，
AWS 企业战略师

对您的云策略有疑问？
您可以通过 LinkedIn、Twitter 帐号 @
MiriamMcLemore 或网页与她联系。

关于通过文化、人才
和领导力实现创新和
转型的高管见解

了解更多信息。

https://www.linkedin.com/in/miriam-mclemore-aws/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enterprise-strategists/miriam-mclemore/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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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

• 云对于首席执行官的意义

• 引领转型：身处当今这个数字化时代的 C 级高管如何突破技术的思维局限

• 推动自上而下的变革：发挥组织的力量

• 优化高频企业

图书

• 《一席之地：敏捷性时代的 IT 领袖》

• 战争与和平与 IT：数字时代的商业领导力、技术和成功

• 《跟上云技术的速度：在 AWS 云中取得成功的领导者指南》

i   “C 级高管中技术高管的未来之路：首席信息官如何重新定义其在数字化业务中的角色”，Gartner，2019 年 7 月

ii   Achieving Digital Maturity，《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管理评论》，https://sloanreview.mit.edu/projects/achieving-digital-maturity/

iii   来源：Josh Bersin，《多元化与包容性为什么必须成为企业的头等要务》，2015 年 12 月 7 日，https://joshbersin.com/2015/12/why-diversity-and-inclusion-will-be-a-
top-priority-for-2016/

关于本主题的
更多信息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content/cloud-for-ceos/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content/leading-transformation/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content/driving-change-from-the-top-down/
https://aws.amazon.com/executive-insights/content/tuning-up-the-high-frequency-enterprise/
https://www.amazon.com/Seat-Table-Leadership-Age-Agility/dp/1942788118
https://www.amazon.com/War-Peace-Business-Leadership-Technology/dp/1942788711/ref=sr_1_1?crid=1KTT50PUFAUA4&keywords=mark+schwartz+war+peace+it&qid=1568050697&s=gateway&sprefix=mark+schwartz+war%2Cdigital-text%2C193&sr=8-1
https://www.amazon.in/Reaching-Cloud-Velocity-Leaders-Success-ebook/dp/B086VDRT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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